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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孙文龙 记者谢开飞）“嘀嘀嘀……”近日，福州动

车段地勤机械师邓可为在对动车组进行检修时，手中的手持机突然

发出了预警声。根据智能系统传回的影像及分析数据，他发现其所

在动车组的轴箱双重弹簧中，隐蔽在内层的弹簧上出现了裂痕迹

象。发现情况后，他立即和班组进行处置。这是国内首套“动车组关

键配件 AI 辅助检修系统”正式投入使用以来，发现的又一处重要安

全风险源。

据介绍，为消除动车组人工检修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福州动

车段积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了“动车组关键配件 AI 辅助检修

系统”“动车组登顶安全智能防控系统”等。其中 AI辅助检修系统搭

载于动车组地勤机械师随身携带的手持机上，在机械师作业时对动

车组配件进行实时影像记录，通过智能算法分析出动车组可能存在

的螺栓松动、弹簧裂纹等安全隐患，并及时对工作人员做出声光、图

文提示，隐患分辨率可达 99.91%，投用以来消除动车组安全隐患 140

多起。

而登顶安全智能防控系统，则可防止地勤机械师到动车组车顶

进行受电弓等重要部件检修时，因工具、配件等可能遗漏在车顶而引

发的动车组运行安全风险，并对登顶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方面的全面

防控。“在动车检修中有了这些‘聪明的伙伴’，我们中国高铁在动车

组运用检修管理方面的能力越来越强，让旅客体验更美好、出行的信

心也更足了。”该段调度指挥员石博文说。

隐患分辨率达99.91%

AI检修系统助动车安全行驶

新华社讯 （记者夏亮）近日，主题为“健身抗疫情 居家更健康”

的第二届全国智能体育大赛线上海选赛正式启动。

据介绍，智能体育是一项将传统体育器材和健身器材数据化、网

络化、智能化、大众化、娱乐化，实现集健身、娱乐、社交于一体的突破

物理空间和时间限制的智能在线体育运动。赛事将设智能跳绳、智

能骑行、智能跑步、智能划船、智能动感单车、智能魔方、智能赛车模

拟等项目。

全国智能体育大赛是智能体育领域最大的综合性赛事，也是智

能体育最高的技术水平与竞技水平的展示平台。浙江省体育局副局

长李华表示，作为远程网络互动场景与传统体育器材相结合的新型

赛事，全国智能体育大赛旨在打造一个“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全民

参与运动健身的物联网体育运动平台”。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副主任尹国臣说：“在当下这种

疫情防控的特殊时刻启动线上赛，就是想让市民足不出户，有所消

遣，健康身心，纾解压力，也有利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

据了解，全国各地运动爱好者可以通过“全国智能体育大赛”微

信公众号报名参与，所有完成参赛内容的选手将会获得完赛证书。

除各单项竞赛激励外，组委会还将设立周冠军、月冠军等，给予奖

励。同时，成绩优胜者可以进入大赛的复赛、半决赛和总决赛。

大赛执行方负责人、中国智能体育产业创新联盟执行理事长

潘建臣介绍，为了更好地助力防控疫情，大赛执行方在防疫期间不

收取报名费，并免费提供赛事运行的数据服务、技术支持和系统运

维。同时，还将联合社会公益机构，合作发起专项公益基金，为抗

疫共献爱心。

全国智能体育大赛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办，国家体育总局社

会体育指导中心和浙江省体育局承办。

第二届全国智能体育大赛

线上海选赛启动

日前，AI 芯片新老牌厂商“混战”国际消费

类电子产品展览会，全面覆盖当前人工智能六

大核心落地场景，包括云端训练、云端推理、智

能手机、AIoT视觉推理、AIoT语音推理、自动驾

驶等，国内 AI芯片进入落地阶段。

根据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以下简

称联盟）提供的数据，2019年以来国内外芯片厂

商共发布 AI芯片近 30款。

AI 芯 片 怎 样 支 撑 多 姿 多 彩 的 人 工 智 能

应 用 落 地 ？ 评 测 标 准 进 展 如 何 ？ 今 年 的 亮

点、看点又在哪？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

专家。

回顾 2019 年，AI 机器人群聊、管控道路桥

梁积水、写作、智能客服……人工智能做了许多

原本人类才会做的事情。数不尽的纷繁应用背

后离不开 AI芯片的基础支撑，它是如何驱动 AI

“作业”的呢？

目前消费类智能产品大量应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技术，芯片作为硬件载体，承担了“让

智能产品发挥作用”的功能。鲲云科技创始人

兼 CEO 牛昕宇介绍，人工智能行业有三个核心

驱动力：算法、算力和数据。人工智能芯片作为

人工智能应用的底层硬件，为其提供算力支

撑。“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人工智能计算的

性能、降低其成本和功耗，从而支持越来越复杂

的人工智能应用。”

如果把运行各种人工智能技术集合比作一

个人的话，人工智能芯片就是它的大脑实体，而

各种聊天、视频制作、自动驾驶应用就是它根据

自己所能接触到的数据，学习到的经验知识进

行的操作。一方面，随着数据经验的积累，它们

运行的人工智能应用会越来越精确，另一方面，

它的学习受限于大脑的容量（芯片计算能力）、

培养成本（芯片成本）以及大脑运算消耗的热量

（芯片功耗）。

牛昕宇解释道：“人工智能芯片研发要做

的，就是提供这样一个越来越智能的大脑，从而

能够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人工智能应用），最

终应用到各类智能终端设备中，在自动驾驶、智

慧城市、工业视觉、智慧安防等领域发挥作用。”

AI芯片：驱动智能产品的大脑

AI 芯片的发展，离不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人工智能从 1956 年诞生至今，共经历过三

次大的浪潮。进入 21 世纪，随着计算机性能的

提升和海量数据的产生，机器学习和 CNN 网络

（卷积神经网络）获得突破，算法、算力和数据满

足了人工智能的商业化落地需求，人工智能迎

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

“特别是 2017年起，人工智能的商业化落地

不断加速。”牛昕宇认为，从芯片的起步、发展、

成熟的三个阶段来看，人工智能芯片仍然处于

起步阶段。

人工智能芯片主要包含三个发展脉络，一

是由于前期人工智能落地的旺盛需求，英伟达

的图像处理器 GPU 因为可以支持 CNN 等算法

网络，满足基本的人工智能落地需求，在这个时

期获得了大范围应用，其也通过芯片架构不断

迭代，逐步转型成为人工智能芯片供应商。二

是因为算法的不断迭代，对芯片和算力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这时候国内外的初创企业和华为

等采用与英伟达类似的指令集技术路线，通过

架构创新，推出了一批新的专用人工智能芯

片。三是影响芯片性能的制程工艺发展日趋成

熟，摩尔定律放缓对指令集技术路线的发展提

出了挑战，目前也有初创企业采用全新的数据

流技术路线，推出新的专用人工智能芯片。

当前国内主要是后两种人工智能芯片，各

家企业都处于推出产品、进行市场化落地的阶

段。例如，鲲云科技就在去年发布了通用 AI 底

层 CAISA 芯片架构，可以实现高达 98%的芯片

利用率，在智慧城市、工业检测、电力安防等领

起步阶段：加速芯片算力的迭代优化

人工智能产业规模高速增长，据全球市场

调研机构 IHS Markit 发布的 AI 普及度调查预

测，到 2025 年 AI 应用市场规模将从 2019 年的

428亿美元激增到 1289亿美元。

从 2018 年年底开始，人工智能芯片的“落

地”被反复强调。“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目标都

是落地。”牛昕宇说。由此看来，人工智能芯片

2020 年的主要看点仍然在于新产品迭代和落

地。加速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只有以市场需求

为驱动的芯片才能持续创造价值。

当然，人工智能应用永远需要性能更高、价

格更低、功耗更低的芯片，如何能在这之上不断

满足市场需求，考验着每一家人工智能芯片企

业的核心技术以及对市场所需产品的洞察。

“芯片和计算架构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联盟计算架构与芯片组联席秘书长

张蔚敏说。2019年起，很多AI芯片产品都在底层

架构设计上注重架构创新，2020年这种趋势越发

显现。核心在于市场对芯片所能提供的更高实际

算力的追求，将在真实使用场景中得到验证。

在牛昕宇看来，安防是人工智能落地相对

比较充分的领域。“今年我们将看到更多细分领

域的落地场景，比如占国民生产总值近 30%的

制造业。包括鲲云科技在内，许多企业也在为

智能制造领域的工业视觉检测提供基于深度学

习的一体化算力解决方案。”

2020年看点：“落地”被反复强调

落 地 ，既 是 今 年 AI 芯 片 的 看 点 ，也 是 难

点。“当前 AI的行业应用迟迟没有大规模爆发，

AI 芯片创业公司依旧面临产品难以落地、研发

和应用还没有很有效地衔接起来等问题。”张蔚

敏认为，芯片专用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应用落

地则成为迫切需求。

从研发角度来看，牛昕宇说，当前人工智能

芯片主要面临三方面问题，即芯片设计的底层

技术路线同质化较高，软件开发支持依然是短

板，以及芯片性能测试处于起步阶段、距离形成

权威统一的评测标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显然，技术路线同质化容易导致产品同质

化，降低了创造独特价值的可能性。作为底层

硬件芯片，不一定每个指标都需要最强，但是要

找到对于市场需求独一无二的价值，解决核心

问题。这就要在技术路线方面进行创新，掌握

自己的核心技术，从而在芯片性能和技术支持

上掌握更多主动性。

而芯片的使用和对算法的支持离不开软件

工具。目前有一些人工智能芯片仍然缺乏可用

的软件开发工具，或者软件编译工具设计复杂，

用户的开发和使用门槛过高，这些都需要在落

地过程中不断完善和迭代。诚如牛昕宇所说，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AI 芯片的大规模商业

落地也会遇到阻碍。

至于 AI 芯片评测标准的制定进展，牛昕宇

坦言，“目前这类标准还处于项目推广的早期，

各家采用的测试网络和测试标准还缺乏统一

性，可能对客户的选型造成一定困难。”

从 2019 年起，国内外针对 AI 芯片的测评

方案陆续出炉，比如由百度、谷歌、斯坦福大

学、哈佛大学等联合发布的用于测量和提高机

器学习软硬件性能的 MLPerf 国际基准、由中

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和国内人工智能企

业 合 作 推 出 的 AIIA DNN benchmark 项 目 。

牛昕宇带领下的鲲云科技也在持续积极推进

人工智能芯片评测的标准化。“我们同中国信

通 院 和 联 盟 密 切 合 作 ，推 动 AIIA DNN

benchmark 项目的标准迭代，参与国家标准的

制定”。

三大难题：破解AI芯片落地的关键

在迭代中变强在迭代中变强 AIAI芯片需破解落地难题芯片需破解落地难题
本报记者 唐 芳

近日，企业陆续复工，湖南长沙工作人员用手机控制“超影”配送
机器人进行送餐。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摄

近日，在科威特哈瓦利省举行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节上，孩子们
与现场的机器人互动。 新华社发（哈齐摄）

AI 界的网红，波士顿动力机器狗 Spot，近日

获得了新的工作岗位，它将入职挪威的石油天然

气开采公司 Aker，负责巡检工作，还破天荒地获

得了工牌和工号。

在 日 前 举 办 的 挪 威 石 油 公 司 Aker 投 资 年

会上，该公司 CEO 向观众展示了新的员工——

机器狗 Spot，并表示这是公司第一位机器人员

工。Spot 预计在今年正式出海，在石油和天然

气的生产船进行巡逻，并完成故障排查、碳氢

化合物泄漏检测、收集设备数据和生成安全报

告等任务。

但这份工作并不是 Spot“职业生涯”的起点。

协助维护石油开采设备

Spot 是波士顿动力于 2016 年推出的四足机

器人，它能够自主行走，配有摄像头等传感设备，

还可装备机械臂，进行抓取等精细操作。相比于

此前的炫技操作，Spot 此次在实际用途方面被寄

予了更多的期望。根据 Aker的说法，Spot将和其

他类型机器人一起，协同帮助维护石油开采船上

的设备。

根据此前发布的测试视频，Spot 已经完成了

在模拟油气环境中的机动性能测试，可以适应

多种极端的危险环境，因小巧灵活，它还能够进

入到狭小的复杂空间内进行作业。Spot 内置的

系统可以控制腿部运动和身体平衡性，其配备

的障碍物检测摄像头，可以用来识别栏杆和台

阶，帮助它完成自主上下楼梯。而前、后和侧面

的摄像头，则能够保障 Spot 的导航、自主行动和

全方位移动。

除了出色的运动能力，Spot配备了多种 AI算

法，可以智能分析检测施工环境中的危险，比如根

据视觉信息，检测仪表是否正常运行，通过声音诊

断机器设备的故障。

据悉，在正式投入使用之前，Aker 将与工业

AI 软件服务商 Cognite 一起，对 Spot 进行更细致

的运行测试，确保它在此后的工作中良好运行，在

安全运行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

采集信息绘制详细数字地图

进军石油产业，并不是 Spot 的第一份全职

工作。自 2019 年 9 月，波士顿动力公司就开始

将 Spot 以租赁或出售的方式投放市场，用于商

业用途。

为了适配不同的工作，Spot 背上可安装 4 个

硬件模块，可按需进行技能更改。同时，Spot还提

供开放 API（应用程序接口），使用者可使用软件

定制 Spot的功能。

2019 年 11 月，Spot就正式收到了一份全职工

作——就职于全息建构师（Holobuilder）建筑公

司，进行建筑物内部勘测，帮助生成全景式的图形

数据。该公司主要业务是结合全景图像、计算机

视觉识别、AI 技术，向工程师提供现场施工沉浸

式场景方案。通常情况下，需要全面拍摄工地实

际图片，以生成全景图像。

而 Spot具备的特定技能，则让它完全接管了

这项工作。在使用时，通过配套的 APP 训练行驶

路线后，Spot就可通过传感器和自动技术，绕开行

动路线上的障碍，在整个建筑工地里自由穿行，并

绘制出详细的数字地图。而采集到的图像信息，

则会通过 AI引擎来进行计算，用于分析和跟踪施

工现场的进度。此前，Spot 已参与到美国旧金山

国际机场哈维米尔克 1号航站楼的施工。

协助警察调查可疑包裹

更早一点，Spot还被美国警方征用，协助警察

调查可疑包裹，排查可能存在危险嫌疑人的区

域。2019 年 8 月，美国马萨诸塞州警察局拆弹小

队，从波士顿动力公司租借了 Spot 机器狗，进行

安全维护治安管理的工作。

在三个月的租赁期内，警方通过 Spot进行遥

控巡查工作，降低警员出警的风险，打击违法犯罪

活动。

据称，在正式投入使用之前，该地州警对 Spot

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测试。目前警方没有公布 Spot

工作的具体细节，但宣称它参与了多次行动。但

Spot的使用，还是引起了一些非议，有人担心此举

会带来机器人暴力武装化。

为此，波士顿动力的副总裁在接受采访时候

表示，对于机器人军／警用化，公司始终保持着

审慎的态度，并且最终决定采用租借，而不是出

售的形式进行合作。而且他还表示，在租约里

有双方敲定的规则：不得将机器人用于伤害或

恐吓他人。

（来源：微信公众号超神经HyperAI）

网红机器狗入职石油公司
维护采油设备 演绎 AI行业应用潜力

好机友

域实现了规模落地。

牛昕宇坦言，芯片行业是一个需要不断迭

代发展的行业。深度学习算法日新月异，对算

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满足人工智能快速发

展的需求，仍然需要芯片企业对于市场的快速

反馈，完成产品的快速迭代和优化。

人工智能产业规模高速增

长 ，全 球 市 场 调 研 机 构 IHS

Markit发布数据显示，到2025年

AI应用市场规模将从 2019年的

428亿美元激增到1289亿美元。

回顾 2019 年，AI 机器人群

聊、管控道路桥梁积水、写作、智

能客服……人工智能做了许多原

本人类才会做的事情。数不尽的

纷繁应用背后离不开 AI 芯片的

基础支撑。


